
109年大學社會責任年度報告書



關於本報告書
靜宜大學於110年6月，首次由USR辦公室發行「109年大學社會責任年度報告書」；往後每年將

依照前一年的規劃進行檢視，進而發行當年的年報。面對高齡化、少子化和COVID-19帶來世界疫

情變化，靜宜大學秉持天主教利他與關懷的精神，在致力提升教學研究與人才培力之外，更善盡

大學本身的社會責任，關懷在地與連結弱勢。透過本次的年報編輯，揭露靜宜大學在學校治理、

教學創新、和諧職場、社會關懷、環境保護等方面的作為與努力；也成為本校自我檢核的管理工

具。讓關心靜宜大學的社會大眾、校友、同學、家長等利害關係人，更能瞭解靜宜大學的經營狀

況與績效。

報告撰寫原則與範疇
本報告書資料揭露期間為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為能呈現年報內容資料的完整性，部

分資料涵蓋109年1月1日以前及109年12月31日後的執行績效。報告邊界包含靜宜大學、政府單

位與社區民眾，涵蓋面向包含「治理」、「職場」、「學生」、「教師」及「社會」層面。本報

告書是靜宜大學首次引用（GRI-referenced）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簡

稱GRI)於105年公布之GRI Standards指南所撰寫之大學社會責任年度報告書。並依利害關係人包

容性、重大性與完整性原則編寫報告內容。現行為內部保證，外部保證待後續年份進行。並首次

在校務發展上聚焦於SDGs(聯合國全球永續發展目標)的第三項目標「SDG3，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

齡層福祉」、第四項目標「SDG4，優質教育」、第十項目標「SDG10，減少不平等」、第十七項

目標「SDG17，加強永續發展目標的全球夥伴關係」。

報告品質與查證
本報告書由本校各單位提供109年相關業務的目標、績效指標、成果及未來方向，經過各單位主管

審核其完整性與準確性，再交由USR計畫辦公室負責彙整、編輯修訂與報告查證，最後由校長核

閱後定稿出版。

聯絡資訊
靜宜大學　 建構幸福銀髮生態圈USR計畫辦公室

地址： 43301　台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七段200號

電話： 04-2632-8001　分機　17180

傳真： 04-2631-1158

網站： https://www.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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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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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的願景是「成為一所具社會責任、卓越教學及特色研究之國際化大學」。

善盡大學社會責任，培育具有國際觀、專業就業能力及利他思維之社會公民是

我們的教育目標，我們期待培育出能踐行美德、追求知識真理與專業學識，提

昇個人價值並能增進社會福祉的好公民。

 

為達此教育目標，本校訂定學生具備四種基本素養與七項核心能力。包括教養

學生「涵育良善美德」、「尊重多元文化」、「追求專業學識」及「探索生活

知能」之四種基本素養；以及發展出七項校級核心能力，分別為「生命省思能

力」、「藝術欣賞能力」、「社會關懷能力」、「人際溝通能力」、「主動求

知與解決問題能力」、「運用專業知識能力」及「善用科技能力」，期能確保

學生發展終身學習之重要關鍵能力。

 

在人才培力之外，靜宜大學在社會實踐上同樣不遺餘力。本校所執行的大學社

會責任計畫「建構幸福銀髮生態圈」正是其中的代表。靜宜大學深耕台中海線

社區，過去四年來致力於深耕在地的任務，以沙鹿、梧棲、清水三個地區做為

實踐場域，把大學的教學研究能量帶入在地、發掘在地需求並解決在地問題，

不僅使學生的知識與能力得到發揮，並理解真實社會所面臨的問題；同時深耕

在地，對於高齡化社會的來臨提供一份心力。

從學以致用到關懷社會，靜宜大學30年來在海線地區默默付出，全校師生與在

地共好、共榮和共創，不僅走出學術象牙塔，也讓學生的學習與社會發展與需

求環環相扣。未來也將秉持初衷，作育領先趨勢的英才。

壹、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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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認識靜宜　　學校治理、道德規範　　和諧的職場　　大學社會責任　　友善校園　　附錄　　　



教育目標與辦學理念

貳、認識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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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秉承天主教利他與關懷弱勢精神，以「進德修業」為校訓，致力於全人教育，以「培育

具有國際觀、專業就業能力及利他思維之社會公民」為教育目標，以茲培育出能踐行美德、追求

知識真理與專業學識，提昇個人價值並能增進社會福祉的好公民。

靜宜精神

校名由來（The Origins of the Name）：

靜宜大學是由天主教主顧修女會美籍修女Sister Marie Gratia Luking（民國前27年~民國53年）

所創辦，「靜宜」二字乃取自其中文名字「陸靜宜」而來，民國49年由天主教主顧修女會會長

Mother Rose Angela Horan, S.P.尊稱她為蓋夏姆姆。



校徽釋意（University Seal）

04

校長的話　　認識靜宜　　學校治理、道德規範　　和諧的職場　　大學社會責任　　友善校園　　附錄　　　

盾牌右半部圖案，係由法國主顧修女會創立者 Mother Zoe Du Roscoat 所訂。三隻雙頭鷹標記代

表三位一體的聖父、聖子、聖神，其意義乃將一切榮耀歸於三位一體的唯一天主。

盾牌左半部圖案代表美國『聖瑪利森林』的主顧修女會。

星星中有個 M 字母，象徵聖母瑪利亞。深植的樹木代表『聖瑪利森林』，其成長與繁榮皆寄望

於聖母瑪利亞的轉禱。兩個拉丁式十字架是救贖與天主公教。

上面的皇冠代表羅氏伯爵冠冕;下面的VIRTUS CUM SCIENTIA意義為『美德與知識』。蓋夏姆姆

創立靜宜女子英語專科學校時，加添中文『進德修業』；為的是發揚中國悠久的傳統文化。



民國前7年

蓋夏姆姆與另外五位
主顧修女會修女抵華，
開始她們的教育生涯

蓋夏姆姆加入美國
印地安那州聖瑪利
森林的主顧修女會

民國9年

於河南開封創辦  
華美女子中小學

民國21年

民國10年

於河南開封創辦  
靜宜女中

中日戰爭爆發，學校
被迫關閉，蓋夏姆姆
帶領修女開放靜宜
校園收容難民

民國26年

蓋夏姆姆來到台灣，  
積極投入復校的事宜；
次年在台中自由路開辦
「天主教英語學校」

民國37年

一、校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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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45年

民國51年 民國78年

民國76年 民國82年

 
積極投入復校的事宜；
次年在台中自由路開辦

民國43年

學校遷移至台中市
復興路新校園

正式向教育部立案成
立「靜宜女子英語 
專科學校」

靜宜女子英專獲准
改制為「靜宜女子文
理學院」並設立 

夜間部

本校遷至台中縣沙鹿
鎮現址，以符合成立 

大學之條件

本校改制大學，改名
為「靜宜女子大學」

本校開始兼收男生， 
改名「靜宜大學」



靜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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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顧聖母堂 

靜宜大學校園優美，新建的「主顧聖母堂」以「擁抱世界、萬眾合一」為設計主軸，結合魚、竹

子與竹筍等意象，具有聖經「五餅二魚」及竹子「謙虛、氣節」等寓意，成為師生、遊客拍照打

卡景點！



二、組織系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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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Board of Trustees

外語學院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人文暨社會科學院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理學院 College of Science

管理學院 College of Management

資訊學院 College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cs

國際學院  International College

通識教育中心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教務處 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研究發展處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閱讀書寫證素養課程研發中心 Literacy Center for Creative Writing and Course Development

學生事務處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總務處 Office of General Affairs

秘書處 Office of Secretariat

圖書館 Luking Library

資訊處 Offi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人事室 Office of Personnel

會計室 Office of Accounting

宗教輔導室 Campus Ministry

職涯發展暨產業促進處 Office of Career Development and Industry Facilitation

推廣教育處 Office of Extension Education

體育室 Office of Physical Education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Affairs

校長 President

學術副校長 Vice President for Academic Affairs

行政副校長 Vice President for Administrative Affairs

靜宜大學是一所饒富人文特質的綜合性大學，亦是中部海線地區唯一一所教學卓越的綜合型

大學。正式學籍學生數11,812人(含境外學籍生497人)，另有交換學生83人、就讀華語文中心

非學位生101人，海青班學生184人，總計非學籍境外學生368人，約占全校學生人數之

3.12%。專任教師計357人(不含軍護)。

校長的話　　認識靜宜　　學校治理、道德規範　　和諧的職場　　大學社會責任　　友善校園　　附錄　　　



Nem cor aligent
Mod quaspic tecusam et quatus ei-

靜宜大學學術組織

外語學院 理學院

• 英國語文學系
• 西班牙語文學系
• 日本語文學系

• 企業管理學系
• 國際企業學系
• 會計學系
• 觀光事業學系
• 財務金融學系
• 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 創新與創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 管理學院AACSB認證辦公室

• 資訊管理學系
• 資訊工程學系
•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 資訊應用與科技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 財務工程學系
• 應用化學系
• 食品營養學系
• 化粧品科學系
• 資料科學暨大數據分析與應用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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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 資訊學院



靜宜大學學術組織

人文暨社會科學院 國際學院

• 中國文學系
•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 台灣文學系
• 法律學系
• 生態人文學系
• 大眾傳播學系
• 師資培育中心
• 教育研究所
• 台灣研究中心
• 犯罪防治碩士學位學程
• 社會企業與文化創意 
                          碩士學位學程
• 原住民族健康與社會福利 
                          博士學位學程
• 原住民族文化碩士學位學程
•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學士學位 
                          學程原住民專班
• 法律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

• 寰宇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 寰宇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 外語教學中心
• 寰宇外語教育學士學位學程

• 通識教育中心

• 閱讀書寫暨素養課程研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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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行政組織

教務處 學生事務處 總務處

資訊處

秘書處

推廣教育處

• 綜合業務組
• 招生組
• 教學發展中心
• 服務學習發展中心

• 生活輔導組
• 課外活動指導組
• 諮商暨健康中心
• 住宿服務組
• 軍訓室

• 事務組
• 出納組
• 採購組
• 營繕組
• 環安組
• 校警隊

• 校友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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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職涯發展暨產業促進處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 校務暨學術發展組
• 產學合作組
• 民生與環境科技檢測中心

• 國際交流組
• 國際學生組
• 大陸事務組
• 華語文教學中心

• 職涯發展組
• 產業學院
• 創新育成中心

• 校史室
• 音樂欣賞室
• 藝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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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靜宜大學價值鏈
靜宜大學的價值鏈型態為非營利組織架構，因此在採購面並非以原物料為主。根據109年的統

計，以一般財務與勞務方面的支出為大宗佔79.9％，其餘像是校內工程、儀器設備和圖書期刊

則次之。在招募面則是以學生、教職員和資金募集為主。在營運面，以校務發展計畫作為核心

，延伸兩大主軸與四項特色；透過教學和研究資源的孕育，將學生培育具有國際觀、專業就業

能力及利他思維之社會公民。這些積累為本校的學生與教師提供了五大服務項目：學生就業、

產學合作、社會實踐、學術成就與國際交流等。在靜宜大學的價值鏈中，我們的目標就是成為

一所具社會責任、卓越教學及特色研究之國際化大學。

靜宜大學價值鏈與供應商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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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部倡議
本校長期支持環保、社會安全的議題，除了在校園內引導學生重視之外，也積極參與外部各項
重要社會倡議。相關倡議如下：

自101年起為推動以「紫錐花」為意象的世界性反毒運動，該活動內涵以「提升國民尊榮感，
打造國家道德形象，消除人類病態文化」為運動目標，秉持該運動宗旨，結合本校「利他與關
懷」的精神，運用「大手牽小手」的方式，結合校外資源如中國信託反毒基金會，培養學生的
「社會責任」感，不僅在校內推動各項防制藥物濫用宣導，更推展至學校週邊鄰近國小辦理「
拒絕毒品」向下紥根教育宣導教育，讓拒絕毒品、健身強國的精神從小萌芽，從學校出發、推
展至社會，進而讓全世界掀起「反毒、拒毒」的浪潮。
本校109年反毒相關宣導活動，包括：

紫錐花健康反毒

紥根萌芽宣導教育：109年結合服務學習志工與春暉社同學共
同製作「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反毒影片，分別於5月15日至公
明國小、5月19日至文光國小、5月20日至北勢國小、5月21日
至公館國小實施宣導並與小朋友有奬徵答，共計439人參與。

藥物濫用法律面面觀與過來人現身說法，強化拒毒反毒的決心
：109年4月28日邀請台中地檢署廖三致檢察官、9月8日邀請
慈濟功德會蔡天勝講師蒞校實施宣導講座，共計87人參與，問
卷評量獲83%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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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人次
紮根萌芽宣導教育

109年結合服務學習

志工與春暉社同學共

同製作「防治學生藥

物濫用」反毒影片

455人次
每學期期初結合友善校園週

宣導活動，邀請台中市政府

教育反毒宣導車，蒞臨辦理

「反毒宣導闖關有獎活動」。

86%滿意度
善用社會公益

反毒團體結合

反毒桌遊遊戲

83%滿意度
藥物濫用法律面

面觀與過來人現

身說法，強化拒

毒反毒的決心

校長的話　　認識靜宜　　學校治理、道德規範　　和諧的職場　　大學社會責任　　友善校園　　附錄　　　



無菸校園

本校於102年修訂菸害防制實施辦法，同時設置10處吸菸區，並規定校園內除吸菸區外全面禁
菸，由軍訓室同仁每日巡迴校園實施菸害防制教育宣導，勸導取締違規吸菸同學。為培養同學
天主教「利他與關懷」精神，同時成立「拒菸小天使」學生團隊，進行校園拒菸勸導與宣導活
動，經多方教育後現校園吸菸人數已逐年減少，原設有10處吸菸區亦已逐次遞減至6處，逐年
朝無菸校園環境方向前進。此外，102年起本校健康促進實施計畫中增加「塑造無菸害校園文
化」之健康議題，以強化師生拒菸意識，並運用校內外資源，共同推廣菸害防制宣導活動，共
創無菸害校園環境。
本校109年菸害防制相關宣導活動：

溫馨多元拒毒宣導，結合科技（AR虛擬實境）體驗、仿真毒品
辨識強化拒毒常識：每學期期初結合友善校園週宣導活動，邀
請台中市政府教育反毒宣導車，蒞校辦理「反毒宣導闖關有獎
活動」，透過反毒行動宣導車（AR虛擬實境）體驗及新式仿真
毒品觀摩辨識，藉導覽解說協助師生對新興毒品態樣的認識，
藉擴大宣導活動，傳達拒毒觀念，參加學生合計455人。

拒菸小天使推廣活動：109年2月17日開學至109年12月
31日期間計召募拒菸小天使44位，除辦理拒菸小天使知
能研習外，並編組進行校園內巡迴宣導教育，分別於上、
下學期間實施校園菸害防制巡迴宣導，推廣「我不吸菸、
拒吸2手菸」活動，共計巡迴校園宣導440小時。

無菸害校園巡查：軍訓室同仁於109年巡迴校園實施菸害
防制教育宣導計172人次，針對吸菸同學宣教菸害1492人
次，取締違規吸菸學生57人，並針對違規同學，分別於上
、下學期實施菸害防制教育。

夏日校園健康行：109年5月11-20日舉辦「夏日校園健康
行」活動，於校內外環步道規劃約2.5公里健走路線，並
於途中設置6個健康宣導站，安排愛滋、菸害、運動、飲
食、毒害及視力保健等多種健康議題有獎徵答活動，讓師
生運動同時增加多元健康知識，約師生250人參與，全體
參與師生共計健走62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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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社會公益反毒團體結合反毒桌遊遊戲，發揮1+1>2的拒毒
宣導效益：邀請中國信託反毒教育基金會到校辧理「玩桌遊、
學反毒」師資培訓活動，訓練同學擔任「玩桌遊、學反毒」的
引導員，藉由活潑有趣的反毒教學工具，在遊戲中輕鬆感受毒
品的陷阱與危害，同時打包更多反毒技巧與知識，透過活動反
思回饋擴大拒毒意識的建立，共計培訓師生17位桌遊引導員，
問卷評量獲86%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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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地球日

綠能大學調查

自103年起每年4月配合世界地球日前後辦理。活動當晚邀請約3,500名住宿學生參加，同步
關閉寢室內相關用電設備並關燈一小時，並於關燈期間安排社團演出，倡導節能減碳、垃圾
分類、減塑生活等議題。109年世界地球日50週年以「選擇地球」為主題，推動以選票關心
全球具影響力候選人是否對於環境議題投入；雖因全球COVID-19疫情影響，取消集會活動，
但仍持續辦理宿舍關燈一小時體驗活動，社團演出活動改由線上問卷填寫，內容包含世界地
球日的認知及日常行動倡導，共計回收203份問卷，其中對於世界地球日的認知度及守護行為
認知達100％。

靜宜大學參與全球綠能大學排名

「大一CPR+AED急救訓練、菸害防制教育、意外傷害緊
急處理、健康促進暨傳染病防治宣導」活動：109年9月
14-25日融入大一體育課程「健康與體育」進行相關宣導
教育，增加學生面對意外傷害的處理能力、打造安全學習
環境，並提高學生對菸害的認知，將菸害防制法運用於生
活當中，以減少二三手菸的危害，並呼籲呼吸道傳染疾病
之自我篩檢方法，以讓學生有能力捍衛個人健康，共計
2,930人參與。

健康博覽會：109年12月2-3日舉辦「健康博覽會」闖關
活動，廣邀相關衛生單位、醫療院所協辦，對全校師生做
小型的健康檢查，進行菸害防制、愛滋病防治、心靈休憩
站、芳香精油療癒、中醫健康諮詢、耳朵DIY按摩保健、
食品衛生安全、外食技巧宣導等健康宣導及諮詢活動，並
於健康中心前廊道進行健康主題海報靜態展，內容兼具專
業及多元性，精采活動內容讓參與全校師生健康起動，達
到增加身心健康生活之目的，共計741人參與。

健康促進講座：109年9月8日邀請臺中榮總謝佳吟個案管
理師為新生說明愛滋病及菸品對人體之危害程度，提供愛
滋病預防之道與如何拒絶菸品的誘惑等健康知識，期望新
生在就學期間能為自我健康做好把關，共計388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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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05學年度開始本校參與世界綠色大學評比，位列516所世界大學之第178名、全國第10名
，之後我們每年參與並填報綠能大學研究基金調查問卷。

年
105

107
106

108
109

178

245
276

201
247

10

16
17

20
21

516

719
619

780
912

全球排名 台灣排名 全球參與學校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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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9年度特寫
本校以篤實態度辦學，是一所富饒人文特質的綜合型大學。近年校務發展成效在教學、研究、
國際化、社會服務及校務行政等方面皆有大幅成長，建立穩固厚實的基礎並獲得社會的肯定。

豐沛的國際化能量
補助全國第二

國際學生交換計畫（International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ISEP）台灣首位會員
學校，也是私校唯一會員學校。

連續13年(97-109年)榮獲教育部「學海計
畫」，輔導優秀學生出國研修，獲得補助金
額名列全國前茅。近三年合計超過420名學
生獲得「學海計畫」補助出國研修及實習。

109年榮獲「學海飛颺」、「學海惜珠」、
「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補
助總金額全國第二，其中108-109年「學海
飛颺」補助為連續兩年全國最高。

辦學績效成長全國第12
綜合型私立大學第四

《Cheers》雜誌「2020大學辦學績
效成長TOP20」評比，靜宜大學在
國際化、教學創新及弱勢學生輔導
等方面脫穎而出，在全國148所評比
大學中，名列全國第12、綜合型私
立大學第4，優於眾多國立大學，深
受各方肯定。

教育部補助
綜合型私立大學第六

連續3年(107-109年)獲教育
部高教深耕計畫共2億7,167
萬元補助，為綜合型私立大
學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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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3年(107-109年)獲教育部獎勵
私校校務發展計畫共2億9,669萬元
補助，為綜合大學第二類組11校中
屬一、屬二。

教育部獎勵
私校校務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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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財務概況

靜宜大學106學年總收入約18.01億元、107學年約18億元、108學年約17.79億元，106-108學
年平均收入約17.93億元。主要來源學雜費收入佔61.01%，其次為補助及受贈收入佔20.91%與
產學合作收入佔8.6%，前三者佔總收入比例達90.52%。在經常支出上，106至108學年，分別
約為17.48億元、17.88億元與17.72億元，前三項主要支出主要使用於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佔
48.31%，其次為行政管理支出佔28.5%、獎助學金支出佔10.25%，佔總支出87.06％。

在校務基金的管理策略上，靜宜大學透過基金專業金理人進行管理，授權委託二家證券投資信
託公司代為執行本校校務基金的投資事宜。靜宜大學不僅對內在校務方面重視環境永續，在對
外的投資也依循此一精神。在基金投資標的的選擇，靜宜同時兼顧社會環境的永續，不僅要求
投信公司遵守本校與教育部規定，履行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之外，也依據各個產業別，各
自評估其相關的ESG議題，如環境評量、經濟績效、公司治理、綠色金融等，得到每間公司的
評價後，再給予適當的權重調整。
本校要求投信公司針對公司治理評鑑排名前50%公司，出具個別公司的ESG評估報告，做為基
金 選 股 的 標 的 。 目 前 校 務 基 金 所 投 資 的 永 續 高 股 息 基 金 ， 截 至 1 0 9 年 底 止 計 投 資 金 額
300,000,000元，占永續投資金額(1,199,228,635元)之25%。

財務狀況

校務基金

106-108學年度收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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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版全文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8tzIyF6TyGV-LcSP-ZH2D5MyXbf7an/view?usp=sharing


